香港新聞

A7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6年2月27日（星期六）

「佔」襲督察 表證成立
被告學生顏展豐無視警告 從後扯皮帶拉跌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年 9 月 26 日非法「佔領」行動開始當晚，「學民
思潮」在中環立法會對出空地集會期間，學生顏展豐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車輛通道，

25 歲的顏展豐。控罪指，他在 2014 年 9 月 26 日非法
被告為
「佔領」行動前夕，於中環立法會綜合大樓外車輛通道，
襲擊當時任職高級警務督察的古兆輝。案情顯示顏展豐在集會

涉嫌襲擊當時任職高級警務督察的古兆輝，事後被捕。案件昨日在東區法院開審，被 期間上前拉扯古兆輝的皮帶，再由下而上地箍着古兆輝胸口 。
告顏展豐否認一項普通襲擊罪。控辯雙方舉證完畢，裁判官裁定被告表證成立，被告
稍後將出庭自辯，案件押後至 3 月 11 日續審，被告繼續獲准保釋候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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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制止衝政總廣場 執法受阻
報指遇襲的高級督察古兆輝昨日供稱，當晚他身穿軍裝，在
添美道近夏慤道交界觀察公眾集會情況，欲上前制止人群衝入
被稱為「公民廣場」的特區政府總部東翼入口廣場時，感到皮
帶被人從後大力拉扯，令他無法前行，轉身查看時，只見被告
顏展豐用左手拉其皮帶。
古兩次警告無效，決定帶顏離場，惟顏突用右手「橫胸」抓
他胸口，雙方糾纏至立法會有蓋通道，對方更將他扯跌。
辯方質疑稱，古的口供從沒用上「橫胸」字眼，反而同行警
員口供有則用上「環胸」兩字，又聲言古曾參看該名警員口
供，務求口徑一致，古否認。
目擊事件的警員黃誌德庭上供稱，被告身材瘦削，高級督察
古兆輝全程無推撞被告，而是被告扯跌古 Sir。當日，顏展豐拉
着古的腰帶期間，再由下而上箍着古的胸口位置，糾纏間古與
被告一起跌倒。由於他們被人群包圍，他在翌日早上才能將被
告帶走。
黃誌德在接受辯方盤問時同意被告身材瘦削。他被質疑於書
面證供中使用「環胸」的字眼，卻在庭上改口指被告的手「由
下而上」箍着古，是為配合古庭上證供，黃否認。

寨卡傳入風險高 衛署六招防擴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寨卡病毒肆虐多國，本
港雖未有感染個案，惟已嚴陣以待。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轄下傳病媒介疾病科學委員會昨日就寨卡病毒感
染防控策略提出6項建議，呼籲孕婦及計劃懷孕女士等
高危人士考慮延後到訪受影響地區，直至產後。委員
會主席鍾世文認為，本港的外地傳入個案風險高，相
信一旦出現外地傳入個案，將有進一步傳播風險。衛
生署歡迎建議並將採納專家意見，加強防控措施。
鍾世文昨日主持會議，並就最新科學發展，與傳染
病學、微生物學等多個領域的專家審視寨卡病毒的流
行病學，檢視現時本港的預防及控制措施。鍾世文指
出，在全球暖化、城市化及全球化下，為蚊滋生及繁
殖提供合適環境，估計寨卡病毒地域分佈將逐漸擴
大，有可能出現全球大流行。

全年持續滅蚊 疫區回港要「安全」
鍾世文續指，國際旅遊頻繁，本港的外地傳入個案
風險高。特別是寨卡病毒感染者沒有出現病徵的情況
很常見，加上本地存在可能傳播病毒予人類的白紋伊
蚊的情況非常普遍，故相信一旦本港出現外地傳入個

案，均存在進一步傳播
風險。
鍾世文提出六大建
議，包括全年均需進行
全港滅蚊，加倍留意口
岸、貨櫃碼頭等各個高
危地方，以控制和加強
監測病媒；重點推廣防
止蚊蟲滋長的方法及個
人保護措施，孕婦及計
劃懷孕女士應考慮延後
到訪受影響地區，直至
產後；從受影響地區回
港的男士應停止與懷孕
女伴發生性行為，否則
應於整段懷孕期內使用安全套。
中心總監梁挺雄歡迎委員會建議，將採納專家意
見，加強正在進行的防控措施。衛生署亦會密切監察
全球及地區情況，並適時評估風險，如有需要將調整
本地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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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地區巴西里約熱內盧今年 8 月及 9 月將分別舉
辦奧運會及殘奧會，衛生署將與各參與賽事的體育團
體定期聯繫，並於下月為運動員及隨團人士安排簡介
會，講解最新疾病資訊和健康建議，讓他們在出發前
為預防寨卡病毒作好準備。

彩雲邨飯盒車遭縱火 警緝兩男

體育課後不適 屯門 童送院

■體育課後不適的學童由親人陪同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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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屯門一間小學昨日有
13 名學生上完體育課後報稱不適，因涉及人數太多，校
方立即通知有關當局及啓動應變機制，多輛救護車到場
將不適學生送院，經初步檢驗後已無大礙和全部出院。
校方引述醫生稱，學生們疑因體力消耗加上天氣乍暖還
寒，致出現不適。
發生學生集體不適的青山天主教小學位於屯門鄉事會
路，據該姓謝副校長稱，不適送院的 13 名學生共 6 男 7
女（7 歲至 9 歲），為二年級同一班同學，他們於昨日中
午12時許午飯前，曾上一節35分鐘體育課，其間曾進行
體適能測試，跑步約 3 分鐘。各人在體育課後如常往午
膳，但有學生先後報稱頭暈及嘔吐不適，校方隨即啟動
危機處理機制，將他們送院檢查，至下午各學童已陸續
出院，校方已即時將事件通知家長及全校學生。

乍暖還寒影響 或涉羊群心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黃
大仙彩雲邨昨晨發生縱火案。一輛停
泊在邨內露天停車場的送飯盒客貨
車，疑遭人縱火嚴重焚毀，並波及泊
在旁邊一輛吉普車。據悉客貨車車主
早前從事運輸，近期轉做送飯盒到將
軍澳地盤生意，他聲稱沒與人結怨，
未知遭縱火原因。警方正根據現場閉
路電視錄影資料，追緝兩名涉嫌縱火
狂徒歸案。

現場為彩雲（二）邨玉宇樓對開露
天停車場，昨日凌晨約 2 時 33 分，兩
名男子走近一輛停泊在場內的客貨
車，向車頭淋易燃液體及放火，59 歲
■遭人縱火的飯盒客貨車被嚴重焚毀。
保安員發現報警。消防員到場開喉灌
救，迅速將火救熄，惟客貨車車頭已嚴重焚 怨，未知原因。
警方將案件列「縱火」處理，交由黃大仙警
毀，旁邊一輛吉普車的車頭燈亦受波及燒熔，
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探員翻查現場閉路電視
幸無人受傷。
客貨車車主事後接獲通知到場助查，有人透 後，正追緝兩名年約 20 歲，蓄短髮、中等身材
露早前做運輸工作，但近期已轉業，改為運送 及戴口罩男子，案發時一人穿灰色外套及淺色
飯盒到將軍澳的建築地盤，聲稱沒有與人結 牛仔褲；另一人身穿黑色外套及淺色長褲。

花園街後巷燒檔販 10 手推車
查狂徒縱火原因。
現場為花園街與登打士街交界一處後巷，昨
日清晨 5 時許，附近排檔擺放在後巷放置衣服
的手推車突然起火，街坊發現報警。消防員接
報到場開喉灌救，迅即將火撲熄，但有 10 輛手
推車已燒毀。消防員調查後認為起火原因有可
疑，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調查。

獅隧公路 4 車串燒 5 人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沙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紅梅谷對
出北行線，昨晨 7 時許上班繁忙時間發生4 車「串燒」相撞意外，
涉及一輛私家車、的士、校巴和雙層巴士，校巴上3名女學童及巴
士上兩名女乘客（6歲至61歲）同受輕傷，須送院治理。
4輛涉及意外車輛橫亘兩條行車線，其他車輛全部要改道從紅梅
谷道往沙田，而校巴及巴士上未有受傷的乘客，須轉乘其他交通
工具繼續行程。受事故影響，獅子山隧道公路往沙田方向交通癱
瘓個多小時，車龍一直伸延至九龍塘，運輸署一度呼籲駕駛人士
改用其他道路往沙田，意外現場在接近早上9時始清理完畢，交通
才漸復正常。警方已對意外展開調查。

有管理費糾紛 檔主疑遭報復

■花園街後巷的多輛檔販手推車被縱火焚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花園街
一處後巷擺放的多輛屬於附近檔販的手推車，
昨清晨遭人縱火焚毀，有檔主懷疑事件涉及
「管理費」糾紛，警方已列作「縱火」案，調

兇徒摺凳狂襲 生果檔主爆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埗南昌街昨午
發生傷人案。一名生果檔東主疑遭人用摺凳狂扑頭
部，致血流披面重創，他聲稱不知為何遇襲。警方正
追緝兇徒歸案，並調查傷人動機。
傷者姓成，51 歲，在深水埗南昌街 206 號對開開設
生果檔，他頭部重傷，左眼被打至瘀腫，送往瑪嘉烈
醫院救治後情況嚴重。街坊指傷者綽號「大麻成」，
有人平日嗜好飲酒，經常「口沒遮攔」說話得罪人；
又指他以往任職清潔，約 8 至 10 年前與一女子拍檔賣
生果，上月23日曾遭食環署票控阻街。
事發昨中午 12 時半，生果檔女檔主離開檔口往午
膳，留下成獨自看檔。其間一名大漢突然走近用硬物
向成施襲，至少連環扑了其頭部 6 下，成走避不及當
場被扑至頭破血流，兇徒得手後向附近一間酒樓逃之
夭夭。

警通緝黑衣鴨舌帽男

兩男潑液點火 保安報警

謝副校長引述醫生稱，不適學生疑因消耗體力，加上
近日天氣變化所致，對於事件是否因學生的「羊群心
理」而起，謝副校長不排除有此可能。他解釋，學校不
會在午飯後安排體育堂，過往未發生過同類事件，將檢
討體育課的時間安排。

■警員在檔攤調查，可見地面血跡斑斑（紅圈示）。

現場消息稱，該後巷平日擺放有約 20 輛手推
車，有人負責管理，每名檔主每月需繳付 1,800
元「管理費」。
而檔戶平日由南亞裔人士協助開檔、收檔，
10多年來一直相安無事。
一名檔主表示，他的手推車在火警中未受波
及，但其餘行家卻有多輛手推車遭嚴重焚毀，
連同貨物，估計每位檔主損失約5萬元。
該名檔主估計因「管理人」與人爭執，不排
除因此遭縱火報復。

當時有食環署職員巡經發現成受傷倒地，馬上報警
將其送院救治。警方封鎖現場調查，稍後在南昌街大
埔道交界一個報紙檔的頂部，撿獲一張摺凳，懷疑是
兇器。現場消息稱，傷者對遇襲原因表示不明，警方
懷疑兇徒在現場附近隨手撿來摺凳行兇。
警方正追緝一名年約 25 歲至 35 歲涉案男子，身高
約 1.7 米，中等身材，蓄黑色短髮，身穿黑色有領外
套，灰色長褲，淺色球鞋，戴黑色鴨舌帽。

翠湖圍標案判頭押後判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翠湖花園 2.6 億
元天價維修工程案，涉案工程判頭丘瑞田（57 歲）向
業主立案法團成員及物業管理公司職員提供逾 4,400萬
賄款，更爆出「圍標飯局」，以賄款取得屋苑的顧問
及工程合約。丘早前承認 4 項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
罪。控辯雙方昨在區域法院就有關判刑事項商討，法
官批准案件再押後至 6 月 24 日聽取求情和判刑，丘繼
續還柙。

葉曜丞選舉呈請被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北區區議員、報稱
獨立的葉曜丞，於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未能成功爭取連
任，落敗給民主黨成員陳旭明。葉早前入稟高院提出
選舉呈請，要求法庭推翻選舉結果。但由於葉一方未
有按照法律程序，依時向陳及律政司提交選舉呈請
書，且事後沒有向法庭尋求訟費保證金的指示，及無
向法庭解釋逾期原因，法官昨日撤銷葉的選舉呈請，
兼下令葉需承擔訟費。
葉一方解釋，由於同一選區的另一名參選人黃嘉浩
早前亦入稟就選舉結果提出選舉呈請，故希望合併兩
案。但法官指選舉呈請的時間是十分緊密，呈請人應
要在提出呈請的兩天內將傳票派給對方，好讓對方能
搜證及回應，惟葉一方完全沒有按章行事，故將呈請
撤銷。
至於以 104 票之差落敗的「北區動源」黃嘉浩，其
選舉呈請案件正排期處理。

